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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 中国存托凭证（CDR）将很快推出

哪些“独角兽”能用CDR回归A股
证监会称，“独角兽”名单需多部委共同筛选；专家预测，入选的“独角兽”上市不需要IPO排队

3 月 15 日，全国政协委员、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回答媒体提出的“香港和内地
更愿意选择哪个地方上市”问题
时表示，百度会考虑优先回内地
上市。对于是否会尝试 CDR，
李彦宏表示“CDR 是证监会说
了算，我们说了不算。”对于是否
在第一批 CDR 名单，李彦宏表
示，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而对是否会通过 CDR 回归
A 股，阿里巴巴集团公关人士对
媒体人士表示，我们在去美国上
市那一天就说过，只要条件允
许，我们就回来。这个想法没有

变化过，其余以公告为准。
京东相关负责人对媒体人

士表示，“我们注意到了媒体关
于资本市场政策变化的报道，也
在积极关注此事，如果政策允
许，京东也非常有意愿回归国内
市场实现两地上市。”

另一类公司被归为“新蓝
筹”，包括富士康、滴滴、今日头
条、美团点评等尚未上市的互联
网和新经济巨头。这些“独角
兽”企业的业务基本在国内，但
均通过搭建 VIE 架构在私募市
场募集美元资金，故原计划的上
市地点多为海外。 东财网

【焦点】

阿里、京东：
政策允许，我们就回来

3 月 16 日，证监会按法定
程序核准了以下 3 家企业的首
发申请，且全部为上证所主板，
筹资总额不超过19亿元。

这 3 家公司分别为：浙江
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振德医疗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根据招股书，浙江长城电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为电磁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机、电器等
实现电能和磁能转换的场合。
实际控制人为顾林祥。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汽车
制动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同时具备机械制动
系统产品和电控制动系统产品
的自主正向开发能力。实际控
制人为袁永彬。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主营业务系医用敷料的生
产、研发和销售，已成为国内医
用敷料生产企业中产品种类较
为 齐 全 、规 模 领 先 的 企 业 之
一。实际控制人为鲁建国、沈
振芳夫妇。

新浪财经

筹资总额不超过19亿元

证监会核发3家IPO批文

3 月 15 日，证监会副主席
阎庆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中国存托凭证（CDR）将很
快推出。CDR 是解决两地的
法律、两地监管的有效措施，
有利于已上市、海外退市企业
回 A 股上市。

对于“独角兽”企业名单，
阎庆民指出，这需要多个部委
共同筛选，科技部、工信部有
技术参数，需达到标准，涉及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这
或意味着，入选独角兽名单，
不仅仅是估值 10 亿美元，还
要有其他条件。

沪深交易所也在积极响应
支持新经济发展。3 月 15 日，
上交所发文称，将深入实施“新

蓝筹”行动，吸引更多优质创新
企业选择本所上市。上交所
称，“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企业，加强加快优质
上市资源培育，突出对 BATJ
类、‘ 独 角 兽 ’企 业 的 上 市 服
务。”

在深交所举办的 3·15 投
资者维权网上咨询活动中，深
交所研究所经理陈娟在回答提
问时表示：从证监会高层近期
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来看，CDR

（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是新经
济企业回归 A 股相对现实的一
种选择。

今年证监会多次表态，大
力支持新经济企业上市，支持
海外高新企业回 A 股上市。在

证监会 2018 年监管工作会议
的文件中，就重点提及：“增加
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
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的支持力度，加快完善支
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形成机制。”

由于国内上市发行制度、
法律法规、创新型企业 VIE 股
权架构等问题，海外优秀上市
企业回 A 股面临成本高，风险
大的弊端，而中国股票存托凭
证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
法。

据报道，证监会近日透露
“目前国内独角兽企业中，资产
10 亿美元的 100 家左右，20 亿
美元的不超过 50 家，接下来准
备分批推进A股上市。”

什么是CDR？
（借鉴了ADR，与普通股类

似，是代持股票的一种凭证）

公开资料显示，CDR 的全
称是中国存托凭证，简单理解，
可将 CDR 看成是代持股票的
一种凭证。CDR 与普通股类
似，不仅可以二级市场交易，还
可以通过增量发行方式进行融
资。

从历史渊源看，CDR 的产
生借鉴了 ADR，即美国存托凭
证。1927年摩根银行为了使美
国投资者更方便地交易海外股
票而创立。资料显示，CDR 最
早由香港相关机构于 2001 年 5
月提出。

监管层对 CDR 表态可以
追溯至 16 年前。2002 年 3 月，
彼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证
监会已经完成了发行 CDR 的
研究报告，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企业申请发行 CDR，在中国证
监会已没有什么障碍。不过彼
时受制于金融风险、政策限制
等多种原因，CDR并未落地。

近期我国监管层不断释放
政策信号鼓励新经济企业上
市，境外上市的独角兽企业有
可能会通过 CDR 方式回归 A
股。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CDR
是指存券机构将在海外上市企
业股份存放于当地托管机构
后，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代表这
些股份的凭证。凭证的持有人
实际上是寄存股票的所有人，
其权利与原股票持有人相同。
CDR可在交易所或柜台市场交
易。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
究 所 所 长 董 登 新 教 授 认 为 ，
CDR 的门槛相对较低，只要企
业在被国内认可的公开市场挂
牌股票，都可以申请以 CDR 的
方式在 A 股挂牌，CDR 又分为

融资的 CDR 和非融资 CDR。
非融资的 CDR 仅能交易，审核
的条件比较低，要求比较简单；
融资的 CDR 类似国内的定向
增发，需要相关审核。

董登新称，以 CDR 的方式
在 A 股挂牌，既满足投资者的
投资需要，同时作为海外股也
不需要私有化和IPO排队。

CDR 制度将提供何
种上市便利？

（入选的独角兽上市速度
更快、成本更低，无需漫长的私
有化流程和IPO排队）

中信证券认为，海外上市
的中国新经济企业很多是 VIE
架构，普遍存在 AB 股的安排，
有的甚至一直未能盈利。相比
修改新股发行制度或者让企业
改变股权架构，发行 CDR 可以
更快、更低成本突破障碍。

资料显示，所谓 VIE 架构
是指协议控制，通俗来讲就是
国内企业的大股东出于融资和
监管考量，在境外设立一家“马
甲”公司，该公司通过协议享有
国内公司的全部营收。通过
VIE 架构，国内企业实控人可
以利用“马甲”公司向境外投资
者融资。

而“AB 股”结构又被称为
“同股不同权”，业内人士介绍，
同股不同权又称为“AB 股结
构”，B 类股一般由管理层持
有，而管理层普遍为始创股东
及其团队，A 类股一般为外围
股东持有，此类股东看好公司
前景，因此甘愿牺牲一定的表
决权作为入股筹码。

类似百度、阿里、京东等均
为“AB 股结构”。这使得优质
互联网企业回 A 股，不仅要花
费大量资金拆除 VIE 架构，还
要面对同股不同权的制度障
碍。

董登新认为，海外上市的
企业私有化回A股，流程较长、

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董登新
称：“海外上市企业私有化的时
候容易被别人敲竹杠，对企业风
险较大，相较之下 CDR 是一个
便利、廉价的制度安排，它能够
为那些已经在境外挂牌上市的
公司提供一个两地挂牌的机会，
同时又比两地IPO更加简单。”

CDR对A股有何影响？
（无法跨境套利，但 A 股会

受海外市场波动影响）

广发证券认为，预计 CDR
推出短期利好成长股。该机构
称，在防风险背景下预计 CDR
会在监管控制下小幅稳步推进，
无需过度担忧其对股市资金分
流的影响；而 CDR 的流动性与
普 通 A 股 不 会 有 明 显 差 异 ，
CDR 将成为 A 股的有机组成部
分。

国信证券则提到 CDR 对估
值溢价的影响。

该机构称，A股科技企业相
对美股的估值溢价是全行业中
最高的，短期内市场热点可能会
推高科技股的估值溢价，但长期
看国内科技股的高估值溢价可
能会趋于收敛，其次通过 CDR
进入 A 股的大多是像 BATJ 这
种优质的公司，多为国内信息科
技行业的龙头，存在大量吸筹的
可能性。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董登新
认为，监管机构应当做好信息共
享方面的合作，在中国香港和美
国股市这些成熟证券市场，信息
披露制度、监管制度相对严格。

“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的正股，以
CDR 在 A 股挂牌的话，它的正
股应该是省心又省事。”

对于交易模式的问题，董登
新认为，CDR 仍然会按照国内
交易模式交易。董登新称，两个
市场相对独立，海外股与 CDR
不能互相买卖，不存在两个市场
的套利，但海外市场的价格波动
会对CDR造成影响。

■ 释疑


